
 

 

 
 

绍市土资发〔2018〕23号 

             

 

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关于 2018 年度 
绍兴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通告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

范＞（试行）的通知》精神，为加强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计

划管理，经省国土资源厅审核、市政府批准，2018 年度绍兴市

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已确定，现予公布。 

2018 年绍兴市区计划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总面积 31968 亩，

其中经营性用地 7988 亩、工业仓储用地 13620 亩、公益性项目

用地 10360 亩。 

除上述计划外，同时安排备选用地面积 8017 亩。列入备选

的项目在不突破供应计划总量控制的情况下,视作符合供应计

划。 

上述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可根据房地产市场情况、规划情况、

权属抵押情况、土地报批、地上建(构)筑物清除及地面、地下管

线清理等情况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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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廉租房
经济

适用房
廉租房

经济    适
用房

中小套商
品住房

划拨 出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越城区 9820 366 4115 0 0 80 0 0 80 0 0 0 2800 2030 1412 925 122 0

柯桥区 10686 890 5297 0 0 160 0 160 0 0 0 70 1757 1394 1061 1379 0 72

上虞区 11462 248 4208 0 0 0 0 0 0 0 0 0 1834 1743 1312 1273 2580 7

市区合计 31968 1504 13620 0 0 240 0 160 80 0 0 70 6391 5167 3785 3577 2702 79

限价
商品房

中小套商品
住房

公共管理
与服务
用地保障房用地 各类棚户区改造用地 公共租赁房

县（市、区） 合计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

地

绍兴市区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亩

住宅用地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商品住房用地
交通

运输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施

用地
特殊用地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1 蛟里村拆迁地块以东地块 蛟里村 200 住宅、商业

2 蛟里村拆迁地块以西地块 蛟里村 231 住宅、商业

3 洋渎小观凤林西路以北地块 凤林西路北侧 267 住宅、商业

4 洋渎小观凤林西路以南1号地块 二环北路北侧凤林西路南侧 220 住宅、商业

5 洋渎小观凤林西路以南2号地块 二环北路北侧凤林西路南侧 260 住宅、商业

6 洋渎小观凤林西路以南3号地块 二环北路北侧凤林西路南侧 270 住宅、商业

7 洋渎小观凤林西路以南4号地块 二环北路北侧凤林西路南侧 150 住宅、商业

8 镜湖曲屯片21号地块
曲屯路以东、二环北路以北、

曲屯村
57 商业

9 则水牌（袍中路以西）拆迁地块一 袍中路以西、河流以北 100 居住

10 则水牌（袍中路以西）拆迁地块二 袍中路以西、河流以南 90 居住

11 则水牌（袍中路以东）拆迁地块一 袍中路以南，二环北路北侧 205 居住

12 则水牌（袍中路以东）拆迁地块二 袍中路东侧，道路北侧 200 居住

13 则水牌（袍中路以东）拆迁地块三 袍中路东侧，道路北侧 178 居住

14 迪荡新城G1,G2,G4,G5地块 高新区迪荡新城 60 商业商务

15 迪荡新城G7-1地块 高新区迪荡新城 10 商业商务

16 迪荡新城G7-2地块 高新区迪荡新城 15 商业商务

17 迪荡新城G8地块
胜利东路与平江路交叉口西南

侧
10 商业商务

18 迪荡新城G10地块 高新区迪荡新城 10 商业商务

19 三泾（上樊公路以西）拆迁地块一
皋埠镇黄泾村、鲁家泾村、朱

家泾村
80 商住

20 三泾（上樊公路以西）拆迁地块二
皋埠镇黄泾村、鲁家泾村、朱

家泾村
100 商住

21 三泾（上樊公路以西）拆迁地块三
皋埠镇黄泾村、鲁家泾村、朱

家泾村
100 商住

22 鉴湖街道05A地块 鉴湖街道坡塘村 73 居家养老

23 汽车城26-1号（会展中心） 中兴路以东 66 商业

24 汽车城26-2号（会展中心） 中兴路以东 65 商业

25 群贤路2号地块 袍中路东侧，群贤路南侧 149 住商

越城区合计 3166

附件2：

越城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正式）宗地表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1 凤林西路勤业镜悦府以北地块 凤林西路以北 295 居住、商业

2 镜湖中心区7-4-1号地块 安心村 6 商业、商务

3 镜湖中心区7-4-2号地块 安心村 11 商业、商务

4 越商总部8号地块 全心村 10 商业

5 镜湖凤林西路D地块 凤林西路以南，肖港坊以东 16 商业、商务

6 灵芝村拆迁地块一 二环北路以南、31省道以西 33 商业

7 灵芝村拆迁地块二 二环北路以南、31省道以西 80 住宅

8 灵芝村拆迁地块三 31省道东侧，朝皇路以南 63 居住、商业

9 迎恩门2号地块 北海村宫后 105 住商

10 YC-04单元A-03地块 霞西路公铁立交桥旁 58 商业商务

11 壶觞5号地块 东浦街道 96 居住商业

12 壶觞6-1号地块 东浦街道 76 居住商业

13 畈里姚地块 胜利路以北 5 加油加气站用地

14 越东路以东地块 迪荡街道、东湖街道 100 居住商业

15 东湖村（河流以东）拆改地块 皋埠镇西部 90 住宅

16 东湖村拆迁以西地块 皋埠镇西部 110 住宅

17 独树04B-05-2 凤鸣村 50 商住

18 华欣混凝土公司地块 越城区府山街道 19 办公、商业

19 府山村馋嘴畈及周边地块 山阴路与杨绍线交叉口西北角 65 商业

20 溇宫江东侧1/2/3/4地块 山阴路与杨绍线交叉口西南角 42 商业

21 河山桥公寓南侧地块 杨绍线以南、山阴路以西 48 商业

22 塔山村商业2号地块 9 商业

23 塔山村商业3号地块 6 商业

24 东光村拆改地块 东光村 250 住商

25 二环南路人材村西侧地块 南至二环南路，东至人才村 7 商业办公

附件3：

越城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备选）宗地表

塔山街道
塔山村



26 骆家葑区块01B—02地块 解放路东侧 商业、办公

27 骆家葑区块01Ｃ—01地块 解放路东侧 居住

28 镇域中心A-10-1地块 解放路以西 18 商住

29 镇域中心A-10-2地块 解放路以西 21 商住

30
攒宫

养生谷
攒宫村 31 社会福利用地

31 托斯卡纳二期 富盛镇倪家溇村 22 商业

32 柯袍线北侧地块 柯袍线以北，杭甬运河东侧 3 加油加气站用地

33 YC-20B-8地块
会稽路以西，清风汽车4S店以

北
3 商业用地

34 汽车城15号地块 汽车城内 44 商业设施用地

35 汽车城16号地块 329国道北侧 78 商业

36 G17-1-2号地块 329国道以南 41 住商

37 G21-2-2号地块 世纪街北侧 7 商业、商务设施

38 G12-2号地块 世纪街以南 24 商务金融

39 G33-2号地块 世纪街以南 49 住商

40 环北路1-1号 越兴路以西 5 加油加气站

41 洋泾湖23号地块 群贤路南侧，安城路东侧 70 住宅

42 洋泾湖22号配建幼儿园地块 安城路以北 10 科教

43 SD2015-01号地块 孙端镇 14 住宅

越城区合计 2190

100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1 越城区（高新区）04A-05
东银州路南凤鸣路西河道北

临江路
106 工业

2 越城区（高新区）04A-06
东银州路南中山路
西河道北凤鸣路

188 工业

3 越城区（高新区）04B-02
东04B-02南农田西兰花机械

北临江路
18 工业

4 越城区（高新区）04B-04
东漫池路南凤鸣路西五环彩

印北临江路
150 工业

5 越城区（高新区）04B-05
东04B-06南04B-08西银州路

北凤鸣路
8 工业

6 越城区（高新区）04B-06
东04B-07南04B-08西04B-05

北凤鸣路
18 工业

7 越城区（高新区）04B-07
东薛山路南空地块西04B-06

北凤鸣路
17 工业

8 越城区（高新区）04B-08
东空地块南04B-09西银州路

北04B-05
7 工业

9 越城区（高新区）04B-09
东空地块南惠风服饰西银州

路北04B-08
7 工业

10 越城区（高新区）04B-12
东漫池路南中山路西惠风服

饰北04B-09
24 工业

11 越城区（高新区）04B-16
东漫池路南圣博服饰西铁戈

钉业北凤鸣路
12 工业

12 越城区（高新区）04B-17
东圣博服饰南圣牌体育西薛

山路北红光五金
10 工业

13 越城区（高新区）04C-02
东河道南04C-09西越大衬布

北
73 工业

14 越城区（高新区）04C-08
东04C-09南凤鸣路西凤鸣工

贸园北04C-02
48 工业

15 越城区（高新区）04C-09
东04C-10南凤鸣路西04C-08

北04C -02
68 工业

16 越城区（高新区）04C-10
东银城路南凤鸣路西04C-09

北河道
39 工业

17 越城区（高新区）04C-11
东04C-12南中山路西漫池路

北凤鸣路
132 工业

18 越城区（高新区）04C-12
东04C-13南中山路西04C-11

北凤鸣路
72 工业

19 越城区（高新区）04C-13
东银城路南中山路西04C-12

北凤鸣路
42 工业

附件:4：

越城区2018年度工业用地供应宗地表



20 越城区（高新区）04D-02
东农田南河道西河道北欧邦

住宅
106 工业

21 越城区（高新区）04D-03
东河道南农田西银城路北河

道
94 工业

22 越城区（高新区）04D-08
东银桥路南04D-09西朱林路

北临江路
129 工业

23 越城区（高新区）04D-09
东银桥路南骆驼湖西朱林路

北04D-08
63 工业

24 越城区（高新区）04E-01
东河道南04E-03西银桥路北

临江路
50 工业

25 越城区（高新区）04E-03
东河道南骆驼湖西银桥路北

04E-01
25 工业

26 越城区（高新区）04E-02
东吼山路南04E-04西河道北

临江路
80 工业

27 越城区（高新区）04E-04
东吼山路南河道西河道北

04E-02
118 工业

28 越城区（高新区）04D-07
东朱林路南中山路西河道北

河道
38 工业

29 越城区（高新区）04D-10
东银桥路南04D-11西朱林路

北骆驼湖
59 工业

30 越城区（高新区）04D-11
东银桥路南中山路西朱林路

北04D-10
61 工业

31 越城区（高新区）04E-05
东河道南农田西银桥路北骆

驼湖
87 工业

32 越城区（高新区）04E-07
东吼山路南中山路西银桥路

北田野
167 工业

33 越城区（高新区）02B-09
东凤鸣机械南百酷服饰西河

流北银桥路
44 工业

34 越城区（高新区）04G-07
东田野南河流西正华汽车被

中山路
27 工业

35 越城区（高新区）04G-10
东田野南河流西银洲路被中

山路
23 工业

36
浙江京东显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东侧地块
舜江路以东 219 工业

37 舜江路5号待公开拍卖土地 东山路以南 134 工业

38 富盛镇辂山村南山地块 辂山工业园区 110 工业

39 陶堰镇白塔头村地块 陶堰镇白塔头村 7 工业

40 陶堰镇张家岙村地块 陶堰镇张家岙村 8 工业

41 马海路13-2号地块 马海 71 工业

42 马海路12-1号地块 马海 67 工业



43 马海路11-1-2号地块 马海 41 工业

44 嵩湾村64-2号地块 嵩湾村 50 工业

45 嵩湾村64-1-2号地块 嵩湾村 36 工业

46 启圣路2-3A号地块 启圣路以南 43 工业

47 马圣路1号地块 佳诚公司旁 5 工业

48 海塘路2-2号地块 海塘村 13 工业

49 三江路5号地块 东堰村 61 工业

50 马海路15-4-1号地块 马海 35 工业

51 越英路2号地块 车站路以北 17 工业

52 启圣路2-4A号地块 启圣路以南 37 工业

53 73-2号地块 三江环路以南 22 工业

54 益丰路1号地块 东曹汇村 330 工业

55 益丰路2号地块 东曹汇村 104 工业

56 袍渎路5号地块 袍渎路以南 7 工业

57 马海路13-3号地块 马海 29 工业

58 三江路9－1号地块 东堰村 50 工业

59 启圣路3号地块 直乐施村 43 工业

60 越秀路8号地块 宋家溇 29 工业

61 马海路17-1号地块 马海 97 工业

62 袍江新区1号地块 马海 42 工业

63 马海路15-4-1号地块 马海 196 工业

越城区合计 4115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1 CBD-11 金柯桥大道以东，兴华路以南 28 商业

2 城区G-50 柯华路以东，兴华路以南

3 城区G-51 柯华路以东，兴华路以北

4 城区J48-1 百舸路以东，绿洲路以南

5 城区J48-2 百舸路以东，绿洲路以南

6 城区R-16 钱陶公路以南、西周直江以西 146 住宅

7 城区G-53 柯华路以东，三江大河以南 65 住宅

8 城区G-39 绸缎路以南、稽山路以东 74 住商

9 城区ZD10-41 双渎路以东，新华路以南，客运中心东 146 商业

10 古镇办B-26 南至B-27地块，西至育才路 71 商业

11 城区G-07 华齐路以北，笛扬路以西 商业

12 城区G-08 华齐路以北，笛扬路以东 住商

13 滨海赐富住宅 宝善桥村 263 住商

14 齐贤龙景嘉苑以北 龙景嘉苑以北、镜水路以西 62 住宅

15 柯岩K-02 茶浜村 204 商业

16 柯岩D-14-1 堰西居 299
其它商服用地(养生养

老及配套医院)

17 柯岩A-18 红旗村 177 住商

18 柯岩A-03 红旗村 104 商业

19 柯岩A-05 红旗村 93 住宅

附件5：

柯桥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正式）宗地表

70

142

90

住宅

住商



20 钱清现代商贸集聚区-C1-1 东江、梅东村 82 住商

21 杨汛桥南方水泥收回 杨江村 292 住宅

22 杨汛桥浙江玻璃厂二住宅 杨江村 69 住宅

23 福全徐山住商 徐山村 50 住宅

24 平水2016-018 东桃村 30 医卫慈善

25 平水青山 若耶村 84 住商

26 稽东JD-04-02号 稽东镇车头村 33 住宅

27 王坛6号 王坛镇肇湖村 34 住商

2709合计



序号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1 城区K-32 双渎路以东，华齐路以南 12 住商（农贸市场）

2 城区K-33 镜水路以西，华齐路以南，龙景花园内 18 住宅

3 城区R-22 投醪路以西，山阴路以南 27 住宅

4 城区R-23-1 华墟直江以东，山阴路以南 261 住宅

5 城区R-23-2 华墟村，鉴湖路以北 62 商业

6 城区C-24 柯华路以东，裕民路以北 16 商业

7 城区GN-13 华宇路以南，湖东路以西 12 商业

8 城区G-38 绸缎路以南、太平路以西 125 住商

9 城区J-45 百舸路以东，中梅路以北 5 商务设施

10 B-02地块
位于柯桥街道笛扬路以东，福欣新村以

南，柯福路以西，万商路以北
15 商业设施

11 古镇办B-24 南至寺岔河，西至保留民居 10 商业

12 古镇办B-30 南至B-21地块，西至育才路 2 商业

13 古镇办B-31 东至锦绣园，南至104国道 3 商业

14 ZD10-06剩余地块
柯桥街道中泽村，中泽新景园以东，育才

路以西
28 商业

15 原远东拆迁地块1号 马鞍镇圆驾桥路以南、春晓路以西

16 原远东拆迁地块2号 马鞍镇圆驾桥路以南、春晓路以东

17 商贸区块1号 马鞍镇镜海大道以北、汇商路以西 42 住宅

18 商贸区块2号 马鞍镇支C路以东、支一路以北 46 住商

19 滨海B5住商 新围村 57 住商

附件6：

柯桥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备选）宗地表

83 住商



20 滨海LYXZ-1 九三丘 133 商业

21 滨海北六路加油站 九一丘 6 加油站

22 滨海D2地块 新围村 25 住商

23 齐贤东盛印染退二进三 国际村，柯海线以北 150 住商

24
齐贤杭绍台高速兴齐村

安置
兴齐村，齐贤中心小学以西 33 住宅

25 C-23住商地块 柯开委以西、柯北大道以北 36 住商

26 柯岩D-14 彤山居 69
其它商服用地(养

生养老院)

27 柯岩B-47 澄湾村 76 住宅

28 柯岩B-51 堰东居 78 商业

29 柯岩D-06 秋湖村 44 商业

30 火天娄1号 州山村 商业

31 火天娄2号 州山村 商业

32 火天娄3号 州山村 商业

33
埠头、蓬山拆迁安置地

块
蓬山村 121 城镇住宅用地

34 柯岩A-71b 新未庄居 15 商务办公

35 柯岩街道D2-1地块 新未庄社区居 15 其它商服用地

36 物流用地 宾舍村 33 商业

37 永信村永兴水库东民宿 永信村 74 住宿餐饮、旅游

38 湖塘古城1-3号 古城村、湖塘村 189 住宅

39 杨汛桥牛头山大酒店 上孙村 11 住宿餐饮

40 杨汛桥调山南侧商业 麒麟村 4 文化（商业）

41
杨汛桥浙江玻璃厂一住

宅
杨江村 286 住宅

68



42 杨汛桥三牛皮塑住宅 竹园童村 100 住宅

43 杨汛桥芝塘湖商业 芝塘湖村 268 商业

44 福全住商用地项目 双山村 60 住商

45
福全住商用地项目R2C2-

1
双山村 52 住商

46 安昌文象府南侧住商 安华、海盐村 128 住商

47 安昌仁昌酱园商业 海盐村 1 商业

48
兰亭新陈1号商务（文

化）
新陈村 文体娱乐

49
兰亭新陈2号商务（文

化）
新陈村 文体娱乐

50 兰亭街道任家畈1号住商 任家畈 住宅

51 兰亭街道娄宫2号住商 娄宫村 住宅

52 兰亭街道娄宫3号商业 娄宫村 批发零售

53 夏履农贸市场 夏履镇莲中村 5 商业（农贸市场）

54 漓渚加油站 大步村 2 批发零售

55 漓渚LZ2013-03住商 漓渚村 8
住宅（拆迁安置住

宅）

56 漓渚集中居住区二期 漓渚村 8
住宅（拆迁安置住

宅）

57 平水2017-008 梅园村 10 商业（旅游）

58 平水养生小镇核心 东桃村 135 住商

59 平水2017-001B 金渔村、若耶村 6 商业

60
平水西湖桥大型农民集

中居住区（二期）
平水镇西湖桥村

61
平水西湖桥大型农民集

中居住区（三期）
平水镇西湖桥村

62 平水工商路北侧 东桃村 60 住宅

63 兰若寺居住地块 梅园村 20 住宅

27

60

24 住宅



64 平水2018-002地块 东桃村 43 住商

65 稽东JD-01-04、05号 稽东镇裘村 28 住商

66 稽东JD-04-01号 稽东镇稽江村 20 医卫慈善

3358合计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1 金皇后皮塑收回地块 九一丘 51 工业

2 梅盛新材料以南收回地块 九一丘 32 工业

3 稽山收回地块 钱江村 104 工业

4 低效地块1 九一丘 62 工业

5 D6安置房收回地块 新钱清村 272 工业

6 华宇纸业收回地块 九一丘 377 工业

7 天马搬迁地块 九三丘 110 工业

8 区实验厂工业地块 区实验厂 197 工业

9 低效地块2 九一丘 123 工业

10 C1，C2安置房收回地块 九一丘 98 工业

11 中心路以西工业地块 新二村 54 工业

12
柯桥柯开2017-20工业地块

（龙凯）
光明居 47 工业

13 越剑地块 丈午居 128 工业

14 鼎元地块 丈午居 161 工业

15 轻纺城现代物流项目地块 增大居 151 工业

16
柯桥经济开发区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地块
凤凰庄以东地块 48 工业

17 柯北工业地块（百瑞西首） 曙光居、陶里居 62 工业

18 精工东侧项目一（北）地块 精工项目以东 308 工业

19 精工东侧项目二(南)地块 精工项目以东 259 工业

附件7:

柯桥区2018年度工业用地供应宗地表



20
杭绍台高速光明居安置地块

（杭绍台拆迁安置二）
光明居 48 工业

21 柯岩街道C-41工业地块 州山村 5 工业

22 索密克汽配补办地块 丁巷居 3 工业

23 柯岩B-45工业地块 路南村 3 工业

24 柯桥区柯岩KQ-15-02-09地块 蓬山村 2 工业

25 柯岩街道D-45-1地块 秋湖村 6 工业

26 柯岩N-06-2地块 路南村 40 工业

27 柯岩N-06-4地块 路南村 32 工业

28 KQ-15-02-03地块 鉴湖村/湖中村 153 工业

29 湖塘H-09地块 湖滨 8 工业

30 钱清镇CX2016-S23地块 南钱清村、联兴村 4 工业

31 钱清镇CX2016-U20-2地块 南钱清村、联兴村 10 工业

32 钱清镇CX2016-U21-2地块 南钱清村 14 工业

33 钱清镇CX2016-R22-1地块 南钱清村 2 工业

34 钱清镇CX2016-U22-1地块 联兴村 43 工业

35 钱清镇CX2016-T22-1地块 南钱清村、联兴村 10 工业

36 钱清镇CX2016-S22-1地块 南钱清村 15 工业

37 钱清镇CX2016-V17-1地块 清风村 31 工业

38 钱清镇CX2016-X19-1地块 清风村、劳动村 10 工业

39 钱清镇CX2016-V22-1地块 联兴村 2 工业

40 钱清镇CX2016-R22-2地块 南钱清村 3 工业

41 钱清镇CX2016-R22-3地块 南钱清村 5 工业



42 钱清镇CX2016-V21-1地块 联兴村 1 工业

43 钱清镇CX2016-V21-2地块 联兴村 0.43 工业

44 钱清镇CX2016-S16-1地块 钱清村 15 工业

45 钱清镇CX2016-S17-1地块 钱清村 23 工业

46 钱清镇CX2016-T16-1地块 钱清村 20 工业

47 钱清镇CX2016-T18-1地块 钱清村、南钱清村 2 工业

48 钱清镇CX2016-T17-1地块 钱清村 80 工业

49 钱清镇CX2016-T18-2地块 南钱清村 5 工业

50 钱清镇CX2016-W22-1地块 联兴村 48 工业

51 钱清镇CX2016-U16-1地块 钱清村 22 工业

52 钱清镇CX2016-Z17-1地块 劳动村 4 工业

53 钱清镇CX2017-T19-2-1地块 南钱清村 6 工业

54
钱清镇高新产业发展区地块-

A1
前梅、南钱清、三西村 274 工业

55
钱清镇高新产业发展区地块-

A2-1
前梅村 50 工业

56
钱清镇高新产业发展区地块-

A2-2
前梅村 44 工业

57
钱清镇高新产业发展区地块-

A6
三西村 68 工业

58
钱清镇高新产业发展区地块-

A8
三西、江南村 125 工业

59
钱清镇高新产业发展区地块-

A11
三西、九岩村 157 工业

60
钱清镇高新产业发展区地块-

A13
江南村 106 工业

61 钱清镇CX2017-H27-1地块 九岩村 44 工业

62 钱清镇CX2017-T24-1地块 南钱清、江南村 9 工业

63 钱清镇CX2017-L25-1地块 三西村 163 工业



64 天工建设地块 白马山村 211 工业

65 联兴村工业用地地块 联兴村 13 工业

66 浙江水泥厂地块 竹园童村 136 工业

67 浙江玻璃选矿厂地块 杨江村 23 工业

68
绍兴信诚电子瓷业有限公司

（补办土地）地块二
龙尾山村 2 工业

69
绍兴信诚电子瓷业有限公司

（补办土地）地块二
欣华村 29 工业

70
绍兴信诚电子瓷业有限公司

（补办土地）地块一
欣华村 5 工业

71 梅三村工业项目地块 梅三村 19 工业

72 工业集聚点项目A、B地块 新迪埠村 31 工业

73 福全镇工业用地项目 徐山村 39 工业

74
梅峰村家庭工业集聚点项目地

块
梅峰村 5 工业

75 AC14-09地块 盛陵村 77 工业

76 AC14-10地块 九鼎村 18 工业

77  柯桥安昌2017-12工业地块 九鼎村 27 工业

78 柯桥安昌2017-13工业地块 九鼎村 41 工业

79 柯桥安昌2017-22工业地块 大和村 5 工业

80 ZA17-07工业地块 白洋村 3 工业

81 KQ17-03工业地块 前畈村 8 工业

82 2015-2及2016-1工业地块 兰亭街道娄宫村 6 工业

83 兰亭镇2015-044号工业地块 兰亭街道阮港村 23 工业

84 兰亭镇2015-6-A工业地块 兰亭街道娄宫村 3 工业

85 兰亭镇2015-6-B工业地块 兰亭街道娄宫村 5 工业



86 兰亭镇2015-04工业地块 兰亭街道任家畈村 14 工业

87 阮港安置地块 兰亭街道阮港村 51 工业

88 兰亭镇2016-011工业地块 兰亭街道阮港村 1 工业

89 夏履TD2016-8号地块 夏履镇莲中村 5 工业

90 夏履TD2016-9号地块 夏履镇联华村 6 工业

91 夏履TD2016-11号地块 夏履镇越王峥村 30 工业

92 平水2017-004地块 平阳村 26 工业

93 稽东镇农产品加工地块1 稽东镇冢斜村 19 工业

94 稽东镇农产品加工地块2 稽东镇竹田头村 12 工业

95 稽东镇保温材料制造地块 稽东镇稽江村 8 工业

96 稽东镇纺织品加工地块1 稽东镇车头村 12 工业

97 稽东镇纺织品加工地块2 稽东镇大桥村 14 工业

98 2017-03号地块地块 展望村 7 工业用地

99 2017-04号地块 展望村 7 工业用地

5297合计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位置
宗地

面积（亩）
宗地用途

1 城北39-1号 上虞区城北 120 住宅用地

2 城北40号 上虞区城北 11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 城北56号 上虞区城北 129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4 城北55号 上虞区城北 112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5 城南N8-1号 上虞区城南 91 住宅用地

6 滨江新城22号地块 滨江新城 84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7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7]J3-A

8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7]J3-B

9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7]J3-C

10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2-A

11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2-B

12 滨江新城23-2A号

13 滨江新城23-2B号

14 滨江新城26-1号 e游小镇 31 科教用地

15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

区（2018）J3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城区
45 住宿餐饮用地

16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

区（2017）J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城区
4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7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J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45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8 东关街道【2017】J2号地块 东关街道城南 36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9 东关街道（2017）3号地块 东关街道东塘村 92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附件8:

上虞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正式）宗地表

滨江新城

华孚收储地块

永康商会收回地块

189

98

9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0
上虞区丰惠镇祝家庄休闲度假项

目
丰惠镇祝家庄村 49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1
上虞区丰惠镇[2015]J1号出让地

块
丰惠镇三溪村 36 住宿餐饮用地

22 上虞区丰惠镇[2009]J10号地块 丰惠镇城西 33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3 上虞区丰惠镇凤鸣山景区用地 丰惠镇凤鸣村 78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4 梁湖市场
梁湖街道华东居委、华光居

委
36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5 谢塘镇[2018]J1号地块 谢塘镇谢家塘村 20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6 上虞区章镇镇(2018)J1号地块 章镇镇新区 48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7 上虞区章镇镇(2018)J4号地块 章镇镇新区 59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8 道墟[2016]J2号地块 道墟街道新民主村 47 住宅用地

29 崧厦镇（2016）J15号地块 崧厦伞城市场西侧 35 住宅、批发零售用地

30 崧厦镇（2013）J12号地块 崧厦镇翰林花苑西侧 25 住宅、批发零售用地

31 盖北镇（2018)J1号地块 盖北镇新河村 23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2 上浦镇[2018]J1号 上浦镇上浦村 23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3 小越镇[2011]J1号 小越镇小越村 34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4 滨海新城Ⅳ-E-6-13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5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5
江滨区[2013]J2地块（IV-E-11-

6）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07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113上虞区合计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1 高铁新城J7号 高铁新城 73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商务金融用地

2 百官街道（2015）J1号 百官街道南湖老市场 12 批发零售、科教用地

3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1 e游小镇青春公寓 51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4 上虞e游小镇[2018]J1号地块 上虞e游小镇 17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5 上虞e游小镇[2018]J2号地块 上虞e游小镇 27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商务金融用地

6 上虞e游小镇[2018]J3号地块 上虞e游小镇 9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商务金融用地

7 城北38号 上虞区城北 182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8 城北49号-1 上虞区城北 5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9 城北49号-2 上虞区城北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0 城北53号 上虞区城北 76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1 城北69-1号 上虞区城北 63 住宅用地

12 城北68号南侧地块 上虞区城北 40 商务金融用地

13 滨江新城27-2号 e游小镇 58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4 滨江新城23-3A号 e游小镇 24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5 滨江新城21-2号 e游小镇 45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6 城东78号 上虞区城东 137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7 百官街道（2016）J1号
百官街道路工村      （百

夹线旁）
6 商务金融用地

18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3 曹娥街道梁巷村 8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9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3]J1 曹娥街道和城社区 66 住宅用地

附件9：

上虞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备选）宗地表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上虞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备选）宗地表

20 滨江新城31-1号 曹娥街道聚英社区 58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1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5 曹娥街道曹娥社区 185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2 城南N8-3号 上虞区城南 75 住宅用地

23 城南N11号 上虞区城南 100 住宅用地

24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

区（2018）J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城区
3 批发零售用地

25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

区（2018）J2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城区
10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6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4 曹娥街道蒿东村 65 住宅用地

27 盖北镇（2018)J2号地块 盖北镇联合村 14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8 崧厦镇（2012）J10-2号地块 崧厦镇大众4S店南侧 13 其他商服用地

29 道墟[2018]J1号地块 道墟街道新民主村 13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0 东关街道【2017】J1号地块 东关街道城南 27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1 小越镇[2017]J1号 小越镇小越村 38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2 小越镇[2008]J3号 小越镇大庙罗村 18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3 小越镇[2012]J2-2号 小越镇新宅村 19 其他商服用地

34 皂李湖倪家地块 梁湖街道 11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5 长塘镇［2016］J1号地块 长塘镇桃园村、何家溇村 34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36 长塘镇［2016］J2号地块 长塘镇桃园村 2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37 上虞区丰惠镇[2014]G1号地块 丰惠镇后山村 2 批发零售用地

38 上虞区丰惠镇四明养老地块 丰惠镇盛茂村四明自然村 43 住宿餐饮用地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上虞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备选）宗地表

39 浙江君游蝶园生态度假村 丰惠镇西溪湖村 35 住宿餐饮用地

40 上虞区丰惠镇[2017]J1号地块 丰惠镇后山村 3 批发零售用地

41 丰惠镇祝家庄村蔡岙地块 丰惠镇祝家庄村 9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42 丁宅乡[2010]J1号地块 丁宅乡庙湾村 23 住宅用地

43 上浦镇[2017]J1号 上浦镇东山村 14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44 上浦镇[2017]J2号 上浦镇东山村 10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45 上浦镇[2017]J3号 上浦镇东山村 9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46 天香茶园地块 梁湖镇南穴村 6 批发零售用地

47 汤浦镇[2016]2号地块 汤浦镇舜岸村 15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48
上虞东山旅游景区六鼎山农业旅

游项目
上浦镇九连村 37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49 上虞区章镇镇(2018)J2号地块 章镇镇新区 11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50 上虞区章镇镇(2018)J3号地块 章镇镇新区 19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51 岭南乡[2018]J1号地块 岭南乡青山村白虎山脚 10 住宿餐饮用地

52 陈溪乡（2017）1号地块 陈溪乡虹桥自然村 3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53 滨海新城[2014]Ⅳ-F-7-7-2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45 商业用地

54
绍兴滨海众创园（海创园）工程

商业部分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35 商业商务用地

55 滨海新城E-8-17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8 住商用地

56 滨海新城F-4-14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68 住商用地

57 滨海新城液化气站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0 商业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上虞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备选）宗地表

58
沥海镇环城东路物流用地东侧地

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沥海镇 19 商业办公

59
江滨区[2013]J4（Ⅳ-D-6-20-

1）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8 商务商业

60 华东村社会养老院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沥海镇

华东村
3 养老设施用地

61 三汇片社会养老院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沥海镇

三汇小集镇
9 养老设施用地

2469上虞区合计



序号 宗地项目 宗地位置
宗地

面积（亩）
宗地用途

1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G1
开发区拓展区五星西路以南

、长兴路以西
100 工业用地

2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G2号 开发区拓展区英特物流以西 50 工业用地

3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7）G18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34 工业用地

4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7）G20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1 工业用地

5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7）G2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77 工业用地

6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123 工业用地

7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4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72 工业用地

8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2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20 工业用地

9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3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产业提升区
280 工业用地

10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4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48 工业用地

11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6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一区
100 工业用地

12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9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300 工业用地

13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0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122 工业用地

14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84 工业用地

15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2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55 工业用地

16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3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83 工业用地

17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5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150 工业用地

18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7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15 工业用地

19 东关街道【2012】G3号 东关街道保驾山村 45 工业用地

附件10：

上虞区2018年度工业用地供应宗地表



20 东关街道（2014）G4号 东关街道马山村 7 工业用地

21 东关街道（2013）G5号 东关街道高泾村 10 工业用地

22 东关街道（2014）G5号 东关街道联星村 10 工业用地

23 上虞区丰惠镇[2017]G2地块 丰惠镇后山村 2 工业用地

24 上虞区丰惠镇[2017]G3地块 丰惠东光工业区 22 工业用地

25 上虞区丰惠镇[2017]G4地块 丰惠镇东光工业区 9 工业用地

26 上虞区丰惠镇[2017]G5地块 丰惠镇五云村 5 工业用地

27 谢塘镇[2018]G1号地块 谢塘镇东闸村 90 工业用地

28 谢塘镇[2018]G2号地块 谢塘镇东闸村 10 工业用地

29 上虞区章镇镇（2018）G2号地块 章镇镇朱光村 19 工业用地

30 上虞区章镇镇（2018）G4号地块 章镇工业园区 12 工业用地

31 上虞区章镇镇（2018）G5号地块 章镇工业园区 9 工业用地

32
上虞区章镇镇（2015）G2-2号地

块
章镇工业园区 6 工业用地

33
上虞区章镇镇（2016）G12号地

块
章镇镇笕桥村 4 工业用地

34 上虞区章镇镇（2017）G3号地块 章镇镇中兴村 4 工业用地

35 上虞区章镇镇（2018）G6号地块 章镇工业园区 16 工业用地

36 道墟[2016]G1号地块 道墟街道五四村 7 工业用地

37 道墟[2017]G1号地块 道墟街道庙桥村 10 工业用地

38 道墟[2016]G3号地块 道墟街道肖金村 2 工业用地

39 道墟[2018]G3号地块 道墟街道五四村 4 工业用地

40 崧厦镇（2015）G2-7号 崧厦镇共何村 9 工业用地

41 崧厦镇（2015）G2-8号 崧厦镇共何村 9 工业用地



42 崧厦镇（2018）G1-1号 崧厦镇任谢村 5 工业用地

43 崧厦镇（2018）G1-2号 崧厦镇任谢村 10 工业用地

44 崧厦镇（2018）G1-3号 崧厦镇任谢村 5 工业用地

45 崧厦镇（2018）G1-4号 崧厦镇任谢村 5 工业用地

46 小越镇[2017]G1-1号地块 小越镇越北村 9 工业用地

47 小越镇[2017]G1-2号地块 小越镇越北村 7 工业用地

48 小越镇[2016]G1号地块 小越镇胜桥村 9 工业用地

49 小越镇[2011]G2-3号地块 小越镇吴山村 13 工业用地

50 汤浦镇[2017]G1号地块 汤浦镇霞里村 30 工业用地

51 谢憩村企业用地 长塘镇谢憩村 3 工业用地

52
上虞区星火电器有限公司（永和

镇[2017]G1号）
永和镇青峰村 8 工业用地

53 永和镇（2017）G2号 永和镇三桥村 6 工业用地

54 永和镇（2018）G1号 永和镇朱巷村 6 工业用地

55 永和镇（2018）G2号 永和镇青峰村 9 工业用地

56 永和镇（2012）G1\G2 永和镇项家桥村 44 工业用地

57 绍兴滨海众创园（海创园）工程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35 工业用地

58
绍兴滨海新城智能装备产业园工

程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89 工业用地

59 滨海[2018]G1地块
海东路以北，桑田路以南，

康庄路以西
70 工业用地

60 滨海[2018]G2地块
畅和路以南、海天道以北、

云海路以东
170 工业用地

61 滨海[2018]G3地块
海天道以南、海东路以北、

百川路以东
128 工业用地

62 滨海[2018]G4地块
海东路以南、致远中大道以

北、百川路以东
114 工业用地

63 滨海[2018]G5地块
海东路以南、致远中大道以

北、歌礼预留地块以东
30 工业用地



64 滨海[2018]G6地块
海东路以南、致远中大道以

北、原威宁地块以西
56 仓储用地

65 沥海工业区用地[2018]1号地块 沥海工业区 91 工业用地

66 沥海工业区用地[2018]2号地块 沥海工业区 34 工业用地

67 沥海工业区用地[2018]3号地块 沥海工业区 53 工业用地

68 沥海工业区用地[2018]4号地块 沥海工业区 14 工业用地

69 滨海[2018]G7地块
东至听海路、南至云帆道、
西至汇通路、北至开元西路

421 工业用地

70 滨海[2018]G8地块
A-3-3和A-3-6地块（望江路
以东、云帆道以南、江渚路
以西、南滨西路以北地块）

333 工业用地

71 滨海[2018]G9地块
城东路以东，舜海路以北，

思孝道以南
27 工业用地

72 滨海[2018]G10地块
东至越兴产业园、南至海天
道、北至畅和路、西至百川

路
91 工业用地

73 滨海[2018]G11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50 工业用地

4208上虞区合计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位置
宗地

面积（亩）
宗地用途

1 城北39-1号 上虞区城北 120 住宅用地

2 城北40号 上虞区城北 11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 城北56号 上虞区城北 129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4 城北55号 上虞区城北 112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5 城南N8-1号 上虞区城南 91 住宅用地

6 滨江新城22号地块 滨江新城 84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7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7]J3-A

8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7]J3-B

9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7]J3-C

10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2-A

11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2-B

12 滨江新城23-2A号

13 滨江新城23-2B号

14 滨江新城26-1号 e游小镇 31 科教用地

15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

区（2018）J3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城区
45 住宿餐饮用地

16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

区（2017）J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城区
4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7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J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45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8 东关街道【2017】J2号地块 东关街道城南 36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9 东关街道（2017）3号地块 东关街道东塘村 92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附件8:

上虞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正式）宗地表

滨江新城

华孚收储地块

永康商会收回地块

189

98

9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0
上虞区丰惠镇祝家庄休闲度假项

目
丰惠镇祝家庄村 49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1
上虞区丰惠镇[2015]J1号出让地

块
丰惠镇三溪村 36 住宿餐饮用地

22 上虞区丰惠镇[2009]J10号地块 丰惠镇城西 33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3 上虞区丰惠镇凤鸣山景区用地 丰惠镇凤鸣村 78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4 梁湖市场
梁湖街道华东居委、华光居

委
36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5 谢塘镇[2018]J1号地块 谢塘镇谢家塘村 20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6 上虞区章镇镇(2018)J1号地块 章镇镇新区 48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7 上虞区章镇镇(2018)J4号地块 章镇镇新区 59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8 道墟[2016]J2号地块 道墟街道新民主村 47 住宅用地

29 崧厦镇（2016）J15号地块 崧厦伞城市场西侧 35 住宅、批发零售用地

30 崧厦镇（2013）J12号地块 崧厦镇翰林花苑西侧 25 住宅、批发零售用地

31 盖北镇（2018)J1号地块 盖北镇新河村 23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2 上浦镇[2018]J1号 上浦镇上浦村 23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3 小越镇[2011]J1号 小越镇小越村 34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4 滨海新城Ⅳ-E-6-13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5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5
江滨区[2013]J2地块（IV-E-11-

6）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07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113上虞区合计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1 高铁新城J7号 高铁新城 73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商务金融用地

2 百官街道（2015）J1号 百官街道南湖老市场 12 批发零售、科教用地

3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1 e游小镇青春公寓 51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4 上虞e游小镇[2018]J1号地块 上虞e游小镇 17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5 上虞e游小镇[2018]J2号地块 上虞e游小镇 27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商务金融用地

6 上虞e游小镇[2018]J3号地块 上虞e游小镇 9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商务金融用地

7 城北38号 上虞区城北 182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8 城北49号-1 上虞区城北 5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9 城北49号-2 上虞区城北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0 城北53号 上虞区城北 76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1 城北69-1号 上虞区城北 63 住宅用地

12 城北68号南侧地块 上虞区城北 40 商务金融用地

13 滨江新城27-2号 e游小镇 58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4 滨江新城23-3A号 e游小镇 24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5 滨江新城21-2号 e游小镇 45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6 城东78号 上虞区城东 137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7 百官街道（2016）J1号
百官街道路工村      （百

夹线旁）
6 商务金融用地

18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3 曹娥街道梁巷村 8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19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3]J1 曹娥街道和城社区 66 住宅用地

附件9：

上虞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备选）宗地表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上虞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备选）宗地表

20 滨江新城31-1号 曹娥街道聚英社区 58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1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5 曹娥街道曹娥社区 185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22 城南N8-3号 上虞区城南 75 住宅用地

23 城南N11号 上虞区城南 100 住宅用地

24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

区（2018）J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城区
3 批发零售用地

25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

区（2018）J2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城区
10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6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J4 曹娥街道蒿东村 65 住宅用地

27 盖北镇（2018)J2号地块 盖北镇联合村 14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28 崧厦镇（2012）J10-2号地块 崧厦镇大众4S店南侧 13 其他商服用地

29 道墟[2018]J1号地块 道墟街道新民主村 13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0 东关街道【2017】J1号地块 东关街道城南 27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1 小越镇[2017]J1号 小越镇小越村 38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2 小越镇[2008]J3号 小越镇大庙罗村 18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3 小越镇[2012]J2-2号 小越镇新宅村 19 其他商服用地

34 皂李湖倪家地块 梁湖街道 11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35 长塘镇［2016］J1号地块 长塘镇桃园村、何家溇村 34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36 长塘镇［2016］J2号地块 长塘镇桃园村 2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37 上虞区丰惠镇[2014]G1号地块 丰惠镇后山村 2 批发零售用地

38 上虞区丰惠镇四明养老地块 丰惠镇盛茂村四明自然村 43 住宿餐饮用地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上虞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备选）宗地表

39 浙江君游蝶园生态度假村 丰惠镇西溪湖村 35 住宿餐饮用地

40 上虞区丰惠镇[2017]J1号地块 丰惠镇后山村 3 批发零售用地

41 丰惠镇祝家庄村蔡岙地块 丰惠镇祝家庄村 90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42 丁宅乡[2010]J1号地块 丁宅乡庙湾村 23 住宅用地

43 上浦镇[2017]J1号 上浦镇东山村 14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44 上浦镇[2017]J2号 上浦镇东山村 10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45 上浦镇[2017]J3号 上浦镇东山村 9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46 天香茶园地块 梁湖镇南穴村 6 批发零售用地

47 汤浦镇[2016]2号地块 汤浦镇舜岸村 15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48
上虞东山旅游景区六鼎山农业旅

游项目
上浦镇九连村 37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49 上虞区章镇镇(2018)J2号地块 章镇镇新区 11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用地

50 上虞区章镇镇(2018)J3号地块 章镇镇新区 19
住宅、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用地

51 岭南乡[2018]J1号地块 岭南乡青山村白虎山脚 10 住宿餐饮用地

52 陈溪乡（2017）1号地块 陈溪乡虹桥自然村 3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53 滨海新城[2014]Ⅳ-F-7-7-2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45 商业用地

54
绍兴滨海众创园（海创园）工程

商业部分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35 商业商务用地

55 滨海新城E-8-17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8 住商用地

56 滨海新城F-4-14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68 住商用地

57 滨海新城液化气站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0 商业



序号 宗地名称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亩）

宗地用途

上虞区2018年度经营性用地供应（备选）宗地表

58
沥海镇环城东路物流用地东侧地

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沥海镇 19 商业办公

59
江滨区[2013]J4（Ⅳ-D-6-20-

1）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8 商务商业

60 华东村社会养老院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沥海镇

华东村
3 养老设施用地

61 三汇片社会养老院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沥海镇

三汇小集镇
9 养老设施用地

2469上虞区合计



序号 宗地项目 宗地位置
宗地

面积（亩）
宗地用途

1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G1
开发区拓展区五星西路以南

、长兴路以西
100 工业用地

2 上虞经济开发区[2018]G2号 开发区拓展区英特物流以西 50 工业用地

3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7）G18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34 工业用地

4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7）G20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1 工业用地

5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7）G2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77 工业用地

6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123 工业用地

7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4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72 工业用地

8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2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20 工业用地

9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3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产业提升区
280 工业用地

10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4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成区
48 工业用地

11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6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一区
100 工业用地

12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9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300 工业用地

13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0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122 工业用地

14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1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84 工业用地

15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2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55 工业用地

16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3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83 工业用地

17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5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150 工业用地

18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G17号地块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二区
15 工业用地

19 东关街道【2012】G3号 东关街道保驾山村 45 工业用地

附件10：

上虞区2018年度工业用地供应宗地表



20 东关街道（2014）G4号 东关街道马山村 7 工业用地

21 东关街道（2013）G5号 东关街道高泾村 10 工业用地

22 东关街道（2014）G5号 东关街道联星村 10 工业用地

23 上虞区丰惠镇[2017]G2地块 丰惠镇后山村 2 工业用地

24 上虞区丰惠镇[2017]G3地块 丰惠东光工业区 22 工业用地

25 上虞区丰惠镇[2017]G4地块 丰惠镇东光工业区 9 工业用地

26 上虞区丰惠镇[2017]G5地块 丰惠镇五云村 5 工业用地

27 谢塘镇[2018]G1号地块 谢塘镇东闸村 90 工业用地

28 谢塘镇[2018]G2号地块 谢塘镇东闸村 10 工业用地

29 上虞区章镇镇（2018）G2号地块 章镇镇朱光村 19 工业用地

30 上虞区章镇镇（2018）G4号地块 章镇工业园区 12 工业用地

31 上虞区章镇镇（2018）G5号地块 章镇工业园区 9 工业用地

32
上虞区章镇镇（2015）G2-2号地

块
章镇工业园区 6 工业用地

33
上虞区章镇镇（2016）G12号地

块
章镇镇笕桥村 4 工业用地

34 上虞区章镇镇（2017）G3号地块 章镇镇中兴村 4 工业用地

35 上虞区章镇镇（2018）G6号地块 章镇工业园区 16 工业用地

36 道墟[2016]G1号地块 道墟街道五四村 7 工业用地

37 道墟[2017]G1号地块 道墟街道庙桥村 10 工业用地

38 道墟[2016]G3号地块 道墟街道肖金村 2 工业用地

39 道墟[2018]G3号地块 道墟街道五四村 4 工业用地

40 崧厦镇（2015）G2-7号 崧厦镇共何村 9 工业用地

41 崧厦镇（2015）G2-8号 崧厦镇共何村 9 工业用地



42 崧厦镇（2018）G1-1号 崧厦镇任谢村 5 工业用地

43 崧厦镇（2018）G1-2号 崧厦镇任谢村 10 工业用地

44 崧厦镇（2018）G1-3号 崧厦镇任谢村 5 工业用地

45 崧厦镇（2018）G1-4号 崧厦镇任谢村 5 工业用地

46 小越镇[2017]G1-1号地块 小越镇越北村 9 工业用地

47 小越镇[2017]G1-2号地块 小越镇越北村 7 工业用地

48 小越镇[2016]G1号地块 小越镇胜桥村 9 工业用地

49 小越镇[2011]G2-3号地块 小越镇吴山村 13 工业用地

50 汤浦镇[2017]G1号地块 汤浦镇霞里村 30 工业用地

51 谢憩村企业用地 长塘镇谢憩村 3 工业用地

52
上虞区星火电器有限公司（永和

镇[2017]G1号）
永和镇青峰村 8 工业用地

53 永和镇（2017）G2号 永和镇三桥村 6 工业用地

54 永和镇（2018）G1号 永和镇朱巷村 6 工业用地

55 永和镇（2018）G2号 永和镇青峰村 9 工业用地

56 永和镇（2012）G1\G2 永和镇项家桥村 44 工业用地

57 绍兴滨海众创园（海创园）工程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35 工业用地

58
绍兴滨海新城智能装备产业园工

程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189 工业用地

59 滨海[2018]G1地块
海东路以北，桑田路以南，

康庄路以西
70 工业用地

60 滨海[2018]G2地块
畅和路以南、海天道以北、

云海路以东
170 工业用地

61 滨海[2018]G3地块
海天道以南、海东路以北、

百川路以东
128 工业用地

62 滨海[2018]G4地块
海东路以南、致远中大道以

北、百川路以东
114 工业用地

63 滨海[2018]G5地块
海东路以南、致远中大道以

北、歌礼预留地块以东
30 工业用地



64 滨海[2018]G6地块
海东路以南、致远中大道以

北、原威宁地块以西
56 仓储用地

65 沥海工业区用地[2018]1号地块 沥海工业区 91 工业用地

66 沥海工业区用地[2018]2号地块 沥海工业区 34 工业用地

67 沥海工业区用地[2018]3号地块 沥海工业区 53 工业用地

68 沥海工业区用地[2018]4号地块 沥海工业区 14 工业用地

69 滨海[2018]G7地块
东至听海路、南至云帆道、
西至汇通路、北至开元西路

421 工业用地

70 滨海[2018]G8地块
A-3-3和A-3-6地块（望江路
以东、云帆道以南、江渚路
以西、南滨西路以北地块）

333 工业用地

71 滨海[2018]G9地块
城东路以东，舜海路以北，

思孝道以南
27 工业用地

72 滨海[2018]G10地块
东至越兴产业园、南至海天
道、北至畅和路、西至百川

路
91 工业用地

73 滨海[2018]G11地块 绍兴滨海新城江滨区 50 工业用地

4208上虞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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